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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中牟县供电公司：提前介入 护航高考
6月23日，国网中牟供电公司组织

党员服务队走访相关中高招考点学校，
对各个考点供电线路、配电台区等输电
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拉开了
2020年中高招保电工作序幕。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该公司结合
往年中高招保电经验和7月用电负荷情
况，积极对接相关考点及教育主管部门，
多措施全力确保中高招期间安全可靠供
电。成立中高招保电领导小组，明确各
小组及各成员部门的工作任务，详细制

定中高招保电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全
力保障各考点安全用电；提前深入考点、
酒店等重点区域重要路段的变压器、配
电箱、高低压线路进行排查，对发现的各
类安全隐患限期整改到位，确保线路设
备“零”缺陷运行；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前做好物
资、人员等应急准备工作，值班人员24
小时在岗，应急发电设备提前调试合格，
随时待命，全力确保涉考线路设备“零跳
闸、零故障”，为全县考生创造一个舒适
的备考、应考环境。（李鑫 张二龙）

首发日当天
有乘客请假来体验

6 月 28 日 7 时 50 分 ，离
G9394次列车发车还有近一个小
时，就已经有不少专程前来尝鲜
的旅客早早地等候在合肥南站。

站台上，手举巨型火车票的
铁路迷马皓旸，十分引人注目。
他是一名在济南读大二的学生，
当天他乘坐凌晨1点多的绿皮车
从芜湖赶到合肥，只为尝鲜首发
列车。“以前合肥到芜湖要两个多
小时，列车班次也比较少，现在只
要40分钟，真是太方便了！”马皓
旸告诉记者，由于自己是芜湖人，
他很早就关注这条高铁的开通，
26日开始售票时，他早早排队抢
到了芜湖站发出的首张车票，于
是打印放大留作纪念。

和他一样的铁路迷还有不
少。来自淮南的吴先生，也是专
门到合肥尝鲜首发车，他回去的
时候特地选择了乘坐绿皮车对
比，“这几年，目睹一条条高铁通
车，切身体会到铁路的快速发展
带给百姓的实惠”。

提前了解到28日是首发日，
老家郎溪的向仕娟特意请了3天
假，带着4岁的儿子来尝鲜首发
车。“盼了好多年终于开通了！”向
仕娟激动地说，为第一时间感受
下回家乡的高铁到底有多快，她
特意买了首趟车票，带着孩子一
起回娘家。“以前回家经常是绿皮
车或者坐大巴车，要花4个多小
时，孩子也不愿意；现在方便多
了，1小时13分钟就到了。以后
可以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了！”

记者获悉，当天和向女士一
样，赶来“尝鲜”乘坐首发高铁
的旅客不少。吴阿姨和老伴在合
肥带孙子，当天赶来乘坐首发车，
顺便回老家郎溪看看。

10时25分，列车到达广德南
站，也是该趟列车在安徽境内的
最后一站。11时5分，商合杭高
铁合湖段首趟列车顺利抵达杭州
东站。

多了一条通道
米字形高铁网覆盖更广

“之前郑州到杭州、长三角主
要有4条线路。”郑州局集团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最远的一条是
走京广线，郑州-武汉-九江-南
昌-杭州，需要八九个小时；最快
的一条线路是郑州-商丘-徐州-
南京-杭州，需要4.5个小时；也可
以走郑州-商丘-阜阳-合肥-南
京-杭州这一条线路，大约需要
5.5个小时；郑阜高铁去年年底开
通后，又增加了一条线路，郑州-
周口-阜阳-合肥-南京-杭州，由
于站点较多，大约需要 5.5 个小
时。

上述负责人进一步介绍，这
次商合杭高铁合湖段（合肥-湖
州）开通后，最大的影响是合肥到
杭州又多了一条通道，不用再像
以前绕道南京了。郑州到杭州，
可以走郑州-周口-阜阳-合肥-
杭州这条线路，也可以走郑州-商
丘-阜阳-合肥-杭州这个线路。
从地图上看，合肥-南京-杭州，
和合肥-杭州两者距离差不多，加
上新线新增了芜湖、安吉、宣城三
个站点，因此从时间来看，应该和
之前绕道南京所耗时差不多。

“商合杭铁路（合湖段）的开
通，能缓解既有京沪、郑徐高铁线
的开行压力。除了让郑州到杭州
方向增加了一条通道外，还可以
让郑州直达芜湖、安吉、宣城三个
城市，同时也便利了沿线城市人
民的出行。对于郑州米字形高铁
网而言，我们可以乘高铁到达更

多的城市了，辐射面更广了。”该
负责人说。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
向清表示，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
后，河南、安徽、浙江三省实现高
铁“无缝对接”，成为连接江淮和
长三角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对
推进中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
升人民群众美好出行体验等具有
重要意义，河南米字形铁路网、朋
友圈越来越大。

郑州始发至杭州方向
新增高铁2对

商合杭高铁全线开通后，郑
州局集团公司将新增新线始发至
杭州方向高铁2对，其中郑州东至
杭州G3117/8次，途经周口东、阜
阳西、合肥南、芜湖、宣城、安吉等
车站。列车线路变更经由3对，车
次分别为郑州东至宁波G1961/2
次，新增芜湖、宣城等站；郑州东
至温州南G1965/6次、郑州东至
宁波G1963/4 次，新增芜湖、宣
城、安吉等站。

7月1日起，商丘车站经商合
杭高铁线往返杭州东方向高铁将
新增列车2对，列车更改经由3
对。延长运行区段2对（含高峰线
1对），车次分别为：G3162/59次、
G3160/1次，由原来的西安北—
合肥南延长至杭州东终到始发；
G4296/7次、G4298/5次，由原来
的兰州西—合肥南延长至杭州东
终到始发。

铁路部门提示：7月1日，新
的旅客列车运行图和新开通线路
车次、线路、始发终到站等变化较
大，具体车次、开行日期、停靠站
等信息均以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12306网站或各大车站公告为
准，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车次，合
理安排出行。

更有利于促进河南经济发展

现任杭州河南商会执行秘书长的郑
贵甫，老家在河南禹州，其清楚地记得，
在2004年初，从老家前往杭州经商时，
乘坐的绿皮火车，需要近20个小时才能
到杭州。

“以前回郑州，乘坐高铁绕了很大的
弯到南京、徐州，然后才能到郑州。”郑贵
甫说，如今，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不用
绕弯，直接坐高铁就能从杭州回到郑
州。“截至目前，商会的会员企业先后在
郑州、周口、信阳、南阳、平顶山、商丘、开
封、许昌等地投资多个项目，投资总额近
30亿元。”郑贵甫说，商合杭高铁开通之
后，豫浙两地交通通道更多了，会更加提
升豫浙两地人员、信息、资源交流的速
度，更有利于促进河南经济发展。

据悉，作为国家铁路大动脉陇海铁
路、京九铁路、徐兰高速铁路的交会处，
随着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商丘综合交
通枢纽地位将更加巩固，与江淮和长三
角地区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快捷。

不仅是商丘，商合杭高铁还与已经
开通运行的郑徐高铁、郑阜高铁相衔接，
三条高铁的衔接，打通了中原到达江浙
沿海地区的快速通道，形成豫皖地区连
接杭州、上海等长三角主要城市群的快
速铁路通道。

阿里、海康威视等
大批知名企业落户河南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了解到，最
近几年，河南通过承接长三角等发达区
域的产业转移，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与转
型升级。

而河南省也先后通过举办河南—浙
江投资合作项目洽谈会、河南—浙江（温
州）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洽谈会、豫沪产业
转移对接会等，把河南与长三角的合作
当作全省经济“东引西进”的重要发展引
擎。

6月16日，阿里巴巴与河南省、郑
州市签约，全面参与郑州数字经济建
设。随后，阿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就
在郑东新区智慧岛完成注册，正式落户
郑州。去年8月，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与河南省、郑州市主要领导会面，就数字

经济、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政务服务、金
融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交
流，并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去年1月4日，郑东新区管委会与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康威视）在智慧岛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签订框架协议。海康威视
将在郑东新区建设海康威视郑州科技
园，与郑东新区共同推动大数据及人工
智能技术在河南实体产业落地应用，共
同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

随着商合杭高铁的全线贯通，今后
河南与上海的合作也将更加紧密。尤其
是上海市提出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这就决定了上海要把一些
中高端产业转移出去，这为河南承接相
关产业提供了良机。

业内专家表示，商合杭高铁全线贯
通后，加速长三角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
步伐，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
流入河南，加强双向交流。随着河南高
铁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将推动物流业、运
输业、旅游业、餐饮业等快速发展，为中
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无限动力。

商合杭高铁
有利于中东部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河南省政府参事、河南省社科院原
院长张占仓表示，商合杭高铁开通后，对
河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该高铁开通以后，作为中部大
省的河南与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更加方
便，有利于中东部全方位深层次合作，促
进河南等中部崛起。

第二，河南近几年与浙江省和上海市
合作日益紧密，该高铁打通了一条新的要
素流通的高速通道，能够促进河南与浙、
沪等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有利于浙江
省和上海市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
业与河南各地的密切交流与合作。

第三，对商丘市来说，该高铁开通是
一次提高其高铁枢纽地位的重大机遇。
因为高铁的另一端连接的是经济发达的
杭州市，按照资本流动寻求最佳区位的
原理，商丘市积聚要素的能力必将得到
较大幅度的提升。因此，该高铁开通，将
使我国中东部融合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加
速。

目前，米字形高铁中的
“一横”“一竖”已经成形：“一
横”即徐兰高铁（郑西、郑徐高
铁），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四
纵四横”高速客运网徐兰高铁
的重要组成部分，郑州至西安
段2010年2月建成开通，其中
河南境内306.2公里，设7个车
站。郑州至徐州段2016年 9
月10日开通运营，其中河南境
内252公里，设郑州东、开封
北、兰考南等6个车站。

“一竖”即京广高铁（石武
高铁），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四纵四横”高速客运网南北
通道京广高铁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线全长840.7公里。其
中河南境内507公里，设9个
车站。郑州至武汉段2012年
9月28日通车，郑州至石家庄
段2012年12月26日运营，京
广高铁全线贯通。

米字形高铁的其余四笔
正在落笔：“一撇”即郑渝高
铁。

郑渝高铁途经河南、湖
北、重庆三省市，最高设计时
速350公里，其中重庆至万州
段已于 2016 年 11 月开通运
营。2019年底开通的郑州至
襄阳段全长389公里，从郑州
东站引出，向西南经许昌、平
顶山、南阳，经邓州进入湖北
省境内，终到襄阳，共设郑州
东、郑州南、长葛北、禹州、郏
县、平顶山西、拐河北（越行
站）、方城、南阳东、邓州东、襄
阳东等11座车站。

郑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
横”高速铁路网中西部地区间
的便捷联系通道，全线建成开
通后，西南方向经重庆枢纽与
成都至重庆高铁、重庆至贵阳
铁路、拟建重庆至昆明铁路相

连，东北方向经郑州枢纽与北
京至广州高铁、徐州至兰州高
铁、郑州至阜阳高铁相连，形
成一条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中
原、华北地区的快速客运通
道，对于提升进出川渝地区运
输能力、缓解“蜀道难”将发挥
重要作用。

“一捺”即郑阜高铁。郑
州至阜阳高速铁路（以下简称
郑阜高铁）于2019年 12月 1
日开通运营，周口结束不通高
铁历史，豫皖两省新增互联互
通快速通道，沿线脱贫攻坚大
大提速。

郑阜高铁全长276公里，
自郑州南站引出，经河南省郑
州、开封、许昌、周口等地市，
终到安徽省阜阳市，设计时速
350公里。全线设郑州南、许
昌北、鄢陵、扶沟南、西华、周
口东、淮阳南、沈丘北、界首

南、临泉、阜阳西等11座车站。
郑阜高铁建成通车后，将

进一步完善区域高铁路网结
构，加快形成河南米字形高铁
格局。这一高铁向东与同日
开通运营的京港高铁商丘至
合肥段相连，形成豫皖两省间
互联互通的快速客运通道，并
通过合肥连接合宁高铁、合福
高铁，进一步密切我国中原地
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联系。

“一点”即郑太铁路。“撇
点”即郑济铁路。截至目前，
我省米字形快速铁路网仅剩
两条高铁线有待开通。西北
方向，郑焦城际铁路已建成投
用，焦作至太原铁路建设正在
积极推进，计划2020年底建
成投用。

东北方向，郑济高铁郑州
至濮阳段正在加快建设，预计
2021年建成投用。

延伸

打开中原通往长三角新通道

6月28日，备受期待的商合杭高铁合肥至湖州段正式通车，加上去年开通运行
的商丘至合肥段，商合杭高铁已全线贯通。对此，业内专家表示，商合杭高铁与郑徐
高铁、郑阜高铁相衔接，打开了中原城市通往长三角的新通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新安晚报·大皖客户端记者 刘旸 文图

6月28日8时56分，随着商合杭高铁合湖段首列高铁动车组G9394次复兴号列车满载乘客从合
肥南站缓缓驶出，备受关注的商合杭高铁合湖段正式开通运营。这也意味着商合杭高铁的全线通车，合
肥、芜湖、宣城进入1小时都市圈，河南、安徽、浙江三省实现高铁“无缝对接”。为充分发挥高铁路网优势、
优化运力布局，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局集团公司）获悉，在商合杭高铁新
线加开郑州东至杭州东、杭州高铁2对，变更郑州东至宁波、至温州南线路经由3对。

中原至长三角方向再添新通道 河南米字形高铁仅剩两条待开通

商合杭高铁全线贯通 郑州 杭州6种选择

阎嗣昱 制图

河南米字形高铁仅剩两条待开通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王磊彬

商合杭高铁
全长794.55公里 共设29个站点

影响

6月28日，在合肥南站举行的开通仪式。

商合杭高铁合湖段首列高铁动车组

郑州至杭州乘高铁有六种选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